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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透視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華人社會皆忌諱談「死」
，

「創業型人」副學士
搞創意喪禮公司

但本港3名「90後」副學士生卻打破傳統，構思成立喪禮製作

及統籌公司，安排顧客自選出席自己喪禮親友名單、會場布
置細節。顧客甚至可預先錄製片段，為自己喪禮擔任主持。
以上創新意念獲青年議會第二屆「創業型人」大會垂青，有
機會問鼎終極大獎及贏取15萬港元獎金，一嘗當老闆滋味。

「20

出頭」的副學士生蕭
文智、梁錦雯及梁珈
尉，分別在不同大專院校修讀商業
廣告設計、健康學、測量學等專
業。三人是「老友鬼鬼」的中學同
學，見面時常聊起的話題就是「死
亡」。原來性格開朗、自認多嘴的
梁錦雯，因為曾在醫院實習，見盡
生老病死，禁不住要跟好友分享。

嘆息氣斷者 未能見親人
她說：「死，不可怕，可怕的是
病人臨死一刻，等不到家人趕來見
最後一面，結果氣斷了，嘴巴仍然
張開。」見到病人「情深說話未曾
講」即黯然離世，啟發3人構思
「Forever Well」創業計劃，成立喪
禮製作及統籌公司，為身處病榻或
仍然健康的人士預先收集照片、製
作成長日記及拍攝片段，作為留給
身邊最愛家人或親友的珍貴回憶，
希望藉此創造商機。
蕭文智表示，預先拍攝的片段可
安排於喪禮播放，「到時可自己主
持葬禮，可以問大家：『你估下我
今日 咩衫？』
『紅色？』
」他稱，
葬禮因此不再只有哭聲，更可有你
與親友分享回憶時的笑聲。

計劃參考《P.S.我愛你》

另一成員梁珈尉指，創業計劃參
考電影《P.S.我愛你》裡患病的丈
夫，主角生前預先寫好10封信及錄
製聲帶，安排自己死後以不同方法
寄給愛妻。

可預錄片段自任主持 意念入圍角逐終極大獎

為測試市道 先服務寵物
為測試巿場實際需要，有關計劃
服務將率先由寵物「打響頭炮」。
蕭文智解釋，參賽過程中得到大會
專業顧問意見後，擔心港人對生老
病死仍有禁忌，未必可一下子接受
有關創新意念。他們改為主動到動
物診所或寵物保健中心推廣，先為
患重病甚至將離世的寵物主人進行
心理輔導，再向他們推廣，主要為
寵物製作「獨一無二」成長日記及
攝影或錄製影片服務。梁錦雯認
為，計劃有助感情深厚的主人與寵
物留下最珍貴回憶。
青年議會第二屆「創業型人」比
賽反應熱烈，大會收到逾百不同行
業創業計劃，「Forever Well」與其
餘10個參賽隊伍成功通過2輪甄選
進入決賽，各隊伍將於6月角逐終
極大獎，勝出者可獲最高獎金15萬
港元，以及由大會提供為期1年專
業團隊顧問服務，以落實生意大
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 爭，一定有很多人無得讀」，同學
「創業型人」活動另一入圍計劃是 面對大量升學資訊，根本未必看得
「香港國際海外聯會」
，計劃負責人 明。
李明典表示，各組員看準今年新學
不惜辭工參賽 盼爭資金創業
制下「雙軌年」商機，透過舉辦升
由於他早前曾於私人教育機構工
學講座為中學生提供免費本地及海
外升學轉介及顧問服務，從中收取 作兩個月，接觸不少升學資訊，覺
院校佣金。他本身曾是公開試失手 得切合今年大批中學畢業生需要，
過來人，體會升學徬徨無助的心 故他毅然辭工全心參賽，希望在
情，他希望以多元升學出路助同路 「創業型人」比賽脫穎而出，取得
創業資金。
人圓大學夢。
為中學生提供免費本地及海外升
現年29歲的李明典中七畢業後，
花7年時間，終在去年底以半工讀 學轉介及顧問服務，是李明典計劃
方式完成2年制海外學士學位課 成立「香港國際海外聯會」的賣
程，即將戴上四方帽，「這是我堅 點，他將主動出擊聯絡中學界，公
開試放榜前後舉辦升學講座，以接
持要完成的夢想」
。
他一直在校內名列前茅，卻在公 觸有需要學生。該計劃主要提供本
開考試失手，會考14分僅僅過關， 港8大及其他海外課程資料及比
高考卻「全軍覆沒」，但他堅信， 較，可為學生轉介3類超過10間海
「公開試成績不代表是否有能力讀 外院校課程，包括國家高級文憑
（Higher National Diploma）
、銜接學
大學」
。
位（Top
Up
Degree）及海外大學
李明典形容，「334」新學制考
生與他面對同樣情況，「這麼大競 課程。

失
意
考
生
傳
經
驗

■兩隊殺入「創業型人」比賽的分別是（左起）梁珈尉、梁錦雯及蕭
文智組成的「Forever Well」
，以及李明典（右一）的「香港國際海外
聯會」
。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辦
升
學
講
座
賺
佣

科大百萬創業計劃賽 無線射頻辨標籤奪冠
■陳新滋(右
二)昨晚帶飯
盒和飲品到
場支持。
浸大供圖

80生靜坐爭撥地 浸大校長送飯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逾80
名浸會大學學生昨日發起通宵靜坐行
動，要求政府撥出浸大旁邊舊李惠利工
業學院地皮予該校興建宿舍。浸大校長
陳新滋晚上送飯盒和飲品支援學生。學
生會表示，早前已去信候任行政長官梁
振英，邀請他親臨了解學生訴求。

陳新滋：要求建宿舍擴校園合理
陳新滋在會上表示，浸大現時宿位嚴
重短缺，新學年欠缺宿位數目達1,260
個，故校方和學生要求政府撥地建宿舍

實在十分合理。他指浸大2005年起已去
信政府，建議撥出李惠利工業學院地皮
發展學校，亦曾主動提交該地發展建議
書，但一直未獲回應。
發起行動的浸大學生會指，今年4月
已聯合4堂宿生會遊行至政府總部表達
不滿，但未獲政府回應。學生會會長黃
學勤表示，雖然將軍澳及馬鞍山有兩幢
聯合宿舍，但浸大於將軍澳宿舍只有
150個宿位；加之聯校宿舍遠離九龍塘
校園，往返需近兩小時，加重交通費負
擔，對同學而言得不償失。

勞 ■勞工子弟中學
日前假座該校英
校 東堂舉行2012年
預 大學預科暨中學
科 畢業典禮。校方
暨 邀請香港教育學
院副校長（學術）
中 李子建主禮、主
學 持頒發獎項儀
畢 式，及勉勵畢業
業 生。■香港文匯報
禮
記者 高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 創業，並協助獲獎公司拓展業務。
港科技大學今年再舉辦100萬元創業 大賽集科技、創業與商業管理於一
計劃大賽，Neoid Limited透過「高效 身，體現「同一科大」促進跨學科
能無線射頻辨識標籤解決方案」奪 合作與協同效應精神。
勇奪冠軍的Neoid Limited，研發
得冠軍；Green ACE及iTorr分別獲第
「高效能無線射頻辨識標籤解決方
二名及第三名。
，包括創新標籤、標籤測試與編
大賽踏入第二屆，89隊由理學院、 案」
工學院和商學院教員、學生和校友組 碼等。亞軍Green ACE利用太陽能及
成的隊伍參加，12支優秀隊伍晉身決 餘熱發電，研製可用於建築物及工
賽。每隊以15分鐘介紹創業計劃，再 業 應 用 、 符 合 能 源 效 益 的 冷 卻 系
統。季軍iTorr主力研發診斷及治療
經專業評審提問12分鐘。
眼疾產品。至於學生獎則由Abacus
冀促進跨學科合作協同效應 Ltd奪得，其研發雲端科技為本計算
大賽主席暨科大創業中心主任白 機程式，讓使用者自訂程式，從而
亞力表示，校方希望透過比賽鼓勵 提高計算機運算速度。

E-APP截止報名日網絡擠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供本港高考及文憑
試考生報讀自資專上課程的聯合招生系統「專上課程
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
，昨日中午後突然出現不
尋常網絡擠塞，大批學生無法登入登記。直至晚上9時
許，網站經常顯示「無法顯示網頁」字樣。碰巧昨日
正是截止報名日，不少打算作「最後衝刺」報名的學
生心急如焚，擔心錯過報名限期。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指，當局早已採取特別措施，提
升有關網絡容量及流量，並安排專人監察網上報名情
況及接聽查詢熱線，以確保報名服務順利進行。

教局表示系統沒有故障
發言人指，網站可容納逾1,000人同時網上報名，估
計上述情況是因為大批使用者同時登入所致。據系統
紀錄顯示，昨日仍有學生成功報名，顯示系統沒有故
障。當局稱會繼續密切留意網上報名平台使用情況。
不少學生昨日無法登入E-APP，紛紛在網上留言，表
示擔心無法成功報名，影響升學機會。

請借我一根鐵棍 (下)
鐘聲響起，午飯時間到了。老師
當然我們絕不能把「逃學」合理
剛離開課室，小麗即背起書包，急 化，但小麗希望為自己做點甚麼的
步走到操場。就在她將要踏出校門 「力量」，從「沉默」轉化為「行
一剎那，突然傳來喝止聲。她轉眼 動」
，背後一定反映小麗對改變現狀
看去，發現白髮校工趕至。
的渴望，我想這是值得欣賞的。
隔天我把此事告訴她爸爸，她爸
誰敢阻逃學 鐵棍在我手 爸感到很詫異，因為她從來只會空
事敗了，她心想。她原本打算逃 想。爸爸說 說 ，原先似在抱怨
學，但遭校工阻截。我於是問她， 的臉，竟浮現出一絲安慰。我們都
要一根鐵棍做甚麼﹖她支吾以對， 希望小麗可以有動力改變原先那個
吞吞吐吐地說：「想把校工打昏，然 封閉的自己，找回「真正的小麗」
。
後奪門逃走。」當然那只是小麗的幻 撰文：香港家庭福利會
想劇情，她根本不會傷害校工。
註冊社工 洪欣欣
「借鐵棍一根」
，聽來十分滑稽，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但這正是我不曾在小麗身上發現的 （小題為編者所加）
特質：一種挑戰成規、習慣的特
質，我覺得這就是「勇氣」
。

《妞妞 ─ 一個父親的札記》

好
說
不
完

本書以日
記形式，記
錄作者從期
待妞妞的出
生，到成長，直至死去的心路歷程。
妞妞是作者的女兒，僅生存在世兩
年。她的出生使作者家中添上熱鬧氣
氛，可惜美好的日子只是曇花一現。
不久，妞妞的母親發現其左眼瞳孔出
現異常，後來被確診患上惡性眼底腫
瘤。父母沒有為她作出明確的選擇，
只希望可以陪伴她渡過短暫的一生。
「妞妞睡 了，兩天都沒有醒來。

蜷縮的身體；微弱的呼吸；蒼白的臉
色⋯⋯柔和的旋律伴隨 ，她伸出
手，抓住媽媽的手，身體猛烈地抽搐
了一下，就在那個黃昏，她離去了。」
這段情節也許似曾相識，卻令我百感
交集，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妞妞好不
容易來到這個世界，度過一年多的時
間，還未看夠這個世界就離去了，實
在叫人可惜。如果命運能選擇，我衷
心希望她可以健康快活地成長，毋須
受到先天疾病的折磨，能夠透過眼睛
觀看這個多姿多采的世界。
縱使每一篇札記只是記錄妞妞從出

生到死去的點滴，但作者對女兒的思
念，卻極深。儘管事實令人心酸，可
是我也明白了只要孩子可以健康成
長，為人父母者，已別無所求。我亦
重新思考：有時候，放棄會否比堅持
更好？妞妞一出生就患上重病，治癒
的機會十分低，即使接受治療，其中
一隻眼睛也會失明，到最終亦難逃一
死。接受治療未必是最好的方法，也
許當妞妞還在人間時，讓她感受到更
多的愛會更好。雖然，這個社會歌頌
堅持，批評放棄；但對我而言，在某
些情況，放棄也許是一個更好的選

中華書局為紀念成立100周年，於今年推出《香港散文典藏》系列，邀請多位著名本地散文名家，
包括劉紹銘及林行止等，精選他們多篇散文名作，輯錄成書。此系列更請來本地文化界重量級人
物、著名作家劉紹銘教授和陳萬雄博士作顧問，主編則為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黃子平教授，其選篇
嚴謹準繩不在話下，導讀更是水準之作。

■科大校長陳繁昌（左三）頒獎予科大100萬元創業計劃大
賽冠軍隊伍Neoid Limited。左一及二為白亞力與商學院資深
副院長戴啟思。

擇。當你追求的人或物，永遠都不能
得到時，你還會堅持去追求嗎？或
許，你認為世上所有事情都有可能做
到，可是當人追求一種事物到
某個地步，心就會累了。那時
候，繼續追求只會令自己更心
力交瘁，倒不如暫時放棄，好
讓身心休息一下。
「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
經擁有。」把那段回憶珍藏在心
裡就好了。

作者：曾蔚藍
年級：中五
學校：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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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文章表達了對
人生深刻的反思。怎樣面對逆境，何事有所
為、有所不為，正好反映我們的價值觀。生
命和親情是寶貴的，為此堅持也是值得的。

